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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田間管理作業

第三節　栽培管理

蔡宜峰1、蔡東明2、洪惠娟1

1台中區農業改良場　2農業試驗所

國蘭由定植至達到出貨標準約需1年半至2年，此時植株必須連代、

葉面無病斑、生長平均並具有相當比例的花芽，因此栽培管理不能有一

次的失誤，栽培管理與環境條件息息相關，由於國蘭多採用遮陰網室栽

培，又栽培場遍佈全台，自然氣候差異甚大，栽培管理方式宜因地制

宜。本文首先由國蘭分布的環境來介紹栽培國蘭時的環境條件，再針對

栽培介質、水分管理以及營養需求與施肥作業以說明栽培國蘭時應注意

的事項，最後介紹一項提升產品品質的葉藝處理技術，希望對國蘭產業

能有所助益。

在台灣四季蘭和報歲蘭的原生環境分別在海拔500-2000公尺與200-
1200公尺的森林下層，栽培時光度必須維持在10000至20000 lux，以免

葉片日燒，而根據研究在不發生日燒的範圍內，光度增加對提高開花率

與開花品質是有助益的。由於分布的海拔範圍甚廣，國蘭對氣溫的適

應範圍很大，生育的適溫在20-30 ℃之間，低於10 ℃會有生長停滯的情

形。國蘭為地生性蘭花，具有粗大的根系，根的外部具有根被構造，莖

部肥大形成假球莖，葉片具有厚角質層與深埋其中的氣孔，這些特性均

有助於適應乾旱的環境，因此國蘭喜好疏鬆透氣的土壤，空氣中較高的

溼度與良好的通風有助於植株的生長。

四季蘭花期在初夏至秋末，由於從新芽萌發至發育成熟約只需6個
月，秋天萌發的新芽往往於春天或初夏植株成熟、假球莖飽滿而開花並

萌發新芽，新芽又於秋末成熟而開花或萌芽，1年可以完成1-2個生長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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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除了氣溫較低的冬季，幾乎四季有花，而有四季蘭的名號。報

歲蘭新芽萌發至成熟需時較久(至少8個月)，低溫有助於花芽發育，自然

環境下花期在農曆過年前後。開花對於植株的養分損耗相當大，若是以

營養芽培養為主要目的時，應在花芽萌發而花苞尚未發育之時就及早將

花芽摘除，以免浪費太多養分，同時也可減少薊馬的危害。

一、栽培介質

栽培介質因個人栽培習慣有採用單一介質或混合介質，常用的介

質有碎石、花生殼、蛇木屑、椰殼、樹皮等。選擇栽培介質時首先要考

慮是否取得容易、價格便宜、操作方便性、穩定性高及良好的理化特性

(通氣性佳、保水、保肥以及適當的pH和EC值)，藉由了解介質的理化性

質，以便採取適當的水分與肥料管理方式。

碎石長期以來為農民所慣用，惟近年來常因工程需求高而面臨單價

上升(98年調查每公升1.4元)或缺貨的情形，又十分笨重不利於田間搬運

與操作，廢棄物清運亦不甚方便，已鮮少單獨使用，通常用於增加介質

重量防止倒伏。

花生殼為近3年來廣泛被農民採用的栽培介質，單價便宜(每公升

0.5-1.1元)、便於操作又是國內的農業廢棄物來源穩定，採收時不易損傷

根系且根系白皙漂亮，農民使用後接受度高，然而使用前須先經堆置發

酵處理，目前尚未建立一套標準的處理流程，農民一般於栽培場空地將

買進的新鮮花生殼整袋置於地面，充分灌水後以帆布蓋住，發酵7天至

1個月不等，待花生殼內側白色膜狀構造分解即用於國蘭栽培。花生殼

雖具上述優點，但未妥善處理的介質在栽培上會造成病蟲害及雜草等問

題，建議能由農會或產銷班設置花生殼處理場同時進行蒸氣消毒，除了

大量購買可增加議價空間外，更能為農民解決介質處理與存放的問題。

使用花生殼作為栽培介質時栽培期不宜過長，因為花生殼的分解速度

快，栽培時間一般1-2年為宜，又質輕容易傾倒，澆水或噴藥時應注意

水壓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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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塊以往鮮少單獨使用，99年起陸續有栽培場改用椰塊為單一介

質，每公升單價1.4-4.4元之間，椰塊為進口介質，來源不同鹽分含量有

很大差異，使用前應確認EC值並泡水處理後再使用。椰塊依據使用目

的不同而加工成不同規格，使用時應依照需求挑選適當的規格。

二、水份管理

水是植物體的主要成分，在植物的生長與養份吸收均扮演很重要的

功能，田間的微氣候、灌溉用的水質、灌溉方式與施肥、噴藥等田間管

理相互影響著，水份管理需要經驗累積，並非ㄧ蹴可及。

國蘭栽培以噴灌為主要灌溉方式，灌溉次數受天候影響每週約1-2
次，遇到降雨則延後澆水。澆水時應選擇澆水後1-2小時內葉片上水份

可以排乾或蒸發掉的時間，以免水份殘留在葉面上造成病菌的孳生，同

時應注意日照強度，以免發生日燒。澆水時應將介質充分澆濕，讓多餘

的水由底部排水孔排出，同時達到盆內氣體更新的效果。介質的保水力

各不相同，澆水的頻度與方式必須依照介質種類進行調整，花生殼孔隙

度大、排水情形良好，可以採用每週1-2次的灌溉頻度。椰塊因保水力

較好，必須注意灌溉頻度，以免根系缺氧生長受損。

網室栽培在春夏的雨季常造成病害與施肥管理的困難，遮雨設施栽

培曾為農民嘗試，但因設施內溫度過高反而不利於國蘭的生長，隨著設

施設計的改善，未來設施栽培國蘭應是一項可行的做法，惟目前尚未建

立適當的水分管理方式，仍有待研究人員與農民一起努力。

各地灌溉水質差異甚大，以彰化、台中ㄧ帶為例，水中石灰質含量

高，容易造成噴頭阻塞、葉面殘留白色水漬等情形，宜進行水質處理或

慎選灌溉系統，因此栽培場所用灌溉水水質是設場時就必須先了解的。

水質檢測有其一定方法然而必須送至檢驗機構檢驗及收費，農業上常利

用EC值(mS/cm)檢測來判斷灌溉水的水質，EC值小於0.25表示低鹽度水

質，適合用作大多數土壤及作物之灌溉水；0.25-0.75為中鹽度水質，適

合對鹽類稍具忍受力的作物；0.75-2.25是高鹽度水質，適合對鹽類有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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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力的作物；2.25-5.0為極高鹽度水質僅適用於對鹽類極具忍受力的作

物。灌溉水分級也有將EC值小於1.0者訂為優，1.0-3.0為中等，大於3.0
為差。

許多病害均隨水傳播，有時噴灌會助長病害的蔓延，為此學者常呼

籲宜改用其他灌溉方式，以減少病害的發生。此外隨著氣候的變化，水

資源日趨珍貴，現有的栽培方式耗費相當多的灌溉水，也造成肥料大量

的淋洗流失，對環境而言相當不友善同時花費相對較多的成本，尤其對

環境友善的栽培方式在消費者的消費考量上已逐漸成為一個選項，灌溉

方式的改善是一值得思考的方向。

三、養份需求與施肥作業

為建立一種理想的肥培技術，涵蓋的範圍很大，包括植物之生長

環境，肥料種類特性及其施用，土壤(栽培介質)特性及其肥力，植物之

生理生態及生物化學等。因此，有必要依據國蘭生理生化特性，做為肥

培管理之重要參考依據。一般國蘭依據養分吸收特性可分成「營養生長

期」及「開花期」二個主要生育期，以中部地區報歲蘭生理特性為例，

營養生長期約始自每年三月至八月間，開花期約在九月至翌年二月(俗
稱結頭)。其中依報歲蘭植株不同組織部位而言，葉(地上部)相對地含有

較高量的氮及鉀成分，根及假球莖(pseudobulb)等地下部位則相對地含

有較高量的磷成分。

國蘭營養生長時期主要的生理功能在於促進當年生新芽生長健壯，

此時植株必須攝取足量的氮及鉀等營養成分，以供應新芽的葉部新生組

織之同化作用，所以在國蘭營養生長時期應適量地補施氮及鉀肥，即肥

料中應含較高量的氮及鉀比例。國蘭開花期(即俗稱結頭期)，此時期新

芽已將成長為成熟植株，並將養分轉化形成花芽由假球莖抽出，由於花

梗中相對地含有較高量的磷成分，因此在國蘭開花期應適量地補施磷

肥，即肥料中之氮、磷及鉀成分應含等量的比例為宜。因此，針對國蘭

吸收氮、磷、鉀的特性，轉換成氮、磷、鉀肥料成分之推薦濃度(表1)，
其中在利用6吋盆栽培下，且配合施用有機質肥料2-3公克/盆/次，國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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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養生長期氮素濃度為200-300毫克/公升、磷酐濃度為100-200毫克/
公升、氧化鉀濃度為300-500毫克/公升，開花期氮素濃度為150-200毫
克/公升、磷酐濃度為200-300毫克/公升、氧化鉀濃度為200-300毫克/公
升。如果採用緩效性控釋型肥料時，則可以在不同生育期間，選擇施用

適宜氮、磷、鉀含量比率之肥料種類。

表1.氮磷鉀肥料成分濃度及有機質肥料推薦用量

生育期 氮　素 磷　酐 氧化鉀 有機質肥料

毫克/公升 毫克/公升 毫克/公升 公克/盆/次

營養生長期 200-300 100-200 300-500 2-3

開花期 150-200 200-300 200-300 2-3

由於植物之正常吸收營養元素，除二氧化碳(CO2)及一部分水(H2O)
由葉部吸入外，其餘多數由根部吸收進入。但由葉部吸收多種營養元素

亦是相當可行的吸收方式。尤其在國蘭栽培上，為適應國蘭根部的生理

特性，一般栽培介質多採疏鬆材質為主，蘭根與栽培介質接觸面較少，

經由蘭根吸收營養元素的機會即較少。因此，葉面施肥往往成為栽培國

蘭的主要輔佐施肥方式之一。一般葉面施肥方式為將各種營養元素之化

合物先溶於水配成稀薄肥料溶液，噴施植物葉部，如此可迅速消除植物

缺乏營養元素之病症，其效果常比施肥於土壤中為快。惟葉面施肥時，

如液體肥料濃度過高，往往易造成葉面組織損傷，甚至影響植株生長，

因此液體肥料濃度之高低必須經過精確之計算試驗得知。由於栽培國

蘭以薄肥多施較符合養分吸收效益，一般施用的液體肥料濃度約在150-
500毫克/公升範圍內(表1)。當氣溫偏低且植株生長較緩慢情形下，液體

肥料可以每隔4-6週施用一次，當氣溫較高且植株快速生長時期，液體

肥料可以每隔1-2週施用一次。

栽培國蘭施肥方法可輔以施用固態有機質肥料，此類有機質肥料以

經過充分發酵且腐熟之堆肥為佳，固態有機質肥料施用量約2-3公克/6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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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次，約每隔4-6個月施用一次，即一年施用2-3次。如為粉狀有機質肥

料，則可利用不織布網袋裝填，再置放於盆缽栽培介質上，以避免澆灌

水時沖失。如為粒狀有機質肥料，則可直接施用於盆缽栽培介質上。

另外如果採用緩效性控釋型肥料時，一般合法登記的肥料均會清楚

標示該肥料的肥料成分含量及有效釋出期限，施用前宜詳細查詢，而據

以調整施肥用量、時期與次數，以獲得最佳的施肥效益。無論是液體肥

料、有機質肥料及緩效性控釋型肥料等，均需選擇依肥料管理法已合法

登記之肥料種類，以獲得最佳的保障。

四、葉藝處理技術

國蘭早期採自深山林野，數量稀少，加上栽培技術缺乏，物以稀為

貴造成價格高漲，許多人因養蘭而富貴，但也因為養蘭屬於高投資、高

風險之精緻農業，一般農民均不敢輕易嘗試。近年來，隨著資訊科技普

及，資料收集快速且容易，農民知識水準提高，透過產銷班間技術的交

流，栽培技術突飛猛進，國蘭葉藝的神秘面紗逐漸的被揭開。

相信有很多人對國蘭的葉藝及藝向之變化具有高度的興趣，但坊

間出版的相關書籍內容卻過度專業與繁瑣，以至於對一般民眾而言，如

無專人指導說明，很難進入此艱深複雜的蘭藝世界。葉藝是活的表現，

就像大多數農產品一樣無統一標準，只能給予一個欣賞的通則，通則愈

是簡單扼要愈好，否則曲高和寡，並無實用價值。一般對葉藝缺乏基礎

概念之初學者，想學習國蘭藝向並不困難，簡單的說就是：「斑」、

「縞」、「爪」、「冠」、「錦」、「鶴」、「銀」等型態，配合藝色

及明暗的表現模式加以排列、變化及組合。

(一)葉藝型態：

1.斑：葉藝型態為塊狀、短條紋或不連接到葉基部的藝相稱之。若葉藝

位於葉尖，則稱之為「先斑」或「掃尾」；若葉藝位於葉內，視

型態可分為「虎斑」、「署斑」、「蛇皮斑」；若呈現粗條狀的

為「斑縞(棒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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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縞：葉藝呈現細長條紋狀型態，且長度達到葉基部之藝相稱之。

3.爪：俗稱鳥嘴，日文翻成「芝梅」，型態如鳥嘴般狀，呈現圍繞於葉

尖之兩側，若線條寬度大且延伸至葉柄者稱之為「深爪」；若兩

側延伸之深度都達到葉基部則稱之為「覆輪」；不完整的爪藝稱

為「片爪」(「片爪」與「先斑」或「掃尾」的不同處在於線藝是

否深入葉片之內)。

4.冠：俗稱行龍大鳥嘴，與爪藝相同，葉藝表現主要在葉尖部分，但

其「懸針」部分帶有行龍(銀線)，在光線透視下呈半透明狀，且

「帽子」(有葉藝部位)比其他(綠色部分)厚實。與深爪的差異，

冠藝在內葉片的葉藝通常優於外葉片；深爪則「懸針」部份無行

龍，外葉片的葉藝通常優於內葉片。

5.錦：葉尖先端有一小部分淺淺薄薄的爪藝，且在爪藝所涵蓋的葉綠部

分，佈滿了長形塊狀斑線稱之。「寶藝」葉尖先端有一小部分淺

爪藝，葉面佈滿了純斑線，斑線越細、越多、越白葉藝越高級。

6.鶴：俗稱大鳥嘴，葉藝集中於葉面之中央稱「鶴」，「鶴藝」即整片

葉子尾端呈現全葉藝的表現，中骨葉藝深入懸針，且大多進化成

為「大覆輪」之型態，葉背無藝色處佈滿粉銀，通常呈深綠色。

若藝色對調，則稱之為「松鶴」或「松藝」。「覆輪」俗稱金

邊，即葉之兩側葉沿出現葉藝稱之，葉沿之葉藝寬大者稱為「大

覆輪」。

7.銀：葉藝的表現通常需要銀線的輔助，「銀線」可以說是葉藝的「基

本架構」任何的葉藝若無銀線的輔助，則容易呈現不穩定狀況。

＊其他藝相多由以上型態排列組合而成！如「爪斑縞」即「爪」＋

「斑」＋「縞」～依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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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葉藝顏色：

大致上可分為：雪白、磁白、乳白、黃、青黃、金黃、綠及墨綠等

顏色。

(三)葉藝表現方式：

1.現明：或稱「今明」，葉藝在新芽長出後即有明顯的表徵，且不會因

成長而有所改變。

2.後暗：或稱「後曇」，新芽剛長出時葉藝姣好，但葉藝會隨著新芽成

長而逐漸退去或消失。

3.後明：恰與「後暗」相反。葉藝在生長初期不甚明顯，成長的過程中

越來越明顯，成株後達到高峰。

其他重要葉藝名詞有：

「轉覆藝」：有些白色中透藝或墨綠色的紺帽子在栽培過程中會逐漸轉

　　 變為綠色或黃色，這種葉藝顏色變化過程稱之。

「中透藝」：俗稱中白斑，葉藝藝色表現於葉片中央，且葉片尖端要有    
　　 綠帽，有些具有綠覆輪包圍，為一種高級葉藝。

「中透縞」：葉藝藝色變化表現於葉片中央，葉藝比中斑線大、寬，葉

　　 尖帶有綠帽者。

「懸針」：在葉尖先端約1公分長的葉尖主脈稱之。

「虎班」：葉片中具有不規則的葉藝斑塊，看似老虎皮上之斑點稱之。

「行龍」：俗稱卡西，又稱起縐、起龍。與葉脈相同方向之縱向縐摺稱

　 之。

國蘭分析其藝相的變化可分為遺傳性變異(hereditary variation)及非

遺傳性變異(non- hereditary variation)兩種。遺傳性變異係指藉有性生殖

中精子與卵子結合將變異遺傳基因傳至後代，這些變異的性狀在往後的

子代中表現穩定。而非遺傳性變異則變異的基因無法透過有性生殖傳至

後代，只能用無性繁殖方式維持此性狀。更進一步來說，國蘭藝相變異

除了少部分是透過遺傳性變異，經由有性繁殖將藝變的性狀遺傳至子

代，進而衍生成不同的品種外，現今國蘭變異絕大多數是經由無性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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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發生芽變所造成的變異。這種芽變又可分為兩種，一種為天然變

異，此種藝相變異可經由無性繁殖保存下來；另一種為人為變異，借由

施用化學藥劑來達到國蘭藝相變異效果，此種變異無法以無性繁殖方式

固定下來，不持續處理藝相變異可能逐步消失，即使持續處理，藝相變

化亦不會相同。

矮化劑是國蘭葉藝處理最常使用的化學藥劑，它不但使植株矮化

又可提早開花，促進花苞長大，林(1996)曾於東亞蘭生育旺期噴CCC或

Ancymidol 1,500 ppm，經30天後，葉片明顯縮短，提昇盆花品質。Pan 
and Luo (1994)以巴克素 1,000 ppm噴施於報歲蘭盆內，結果葉長、葉寬

縮小並使葉片增厚，葉綠素增加，促進新芽，花朵數及花序數增加。

Kobayashi (1998)以Uniconazole 10-30 ppm對Cymbidium噴施2次，結果

隨著處理濃度增加，株高矮化效果愈顯著，盆花品質相對提高。

96年國蘭'太平洋'分別給予每盆50、100 、150mg.pot-1 之巴克素澆

灌，初步結果以100 mg.pot-1 效果較佳，三個處理與對照組比較，葉藝

變化方面都有一定程度改變。97年國蘭'太平洋'分別給予每盆25、50mg.

圖1.巴克素對國蘭'日向'之影響圖1.巴克素對國蘭'日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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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1 之巴克素澆灌，試驗結果發現假球莖寬度以對照組2.2公分最寬；

葉長以對照組32.4公分最長；葉寬對照組1.8公分最窄；側芽數以25 
mg.pot-1處理者長出2.25個新芽最多(如表2)。葉藝表現以50 mg.pot-1 效果

較佳，但差別不是很明顯，二個處理與對照組比較，葉藝變化方面都有

一定程度改變。'日向'方面假球莖寬度以對照組及50 mg.pot-1處理者2.1公
分最寬；葉長以對照組50公分最長；葉寬對照組2.1公分最窄；側芽數

以50 mg.pot-1處理者長出2個新芽最多(如表2)。國蘭'日向'葉藝表現以25 
mg.pot-1 效果較佳，二個處理與對照組比較，葉藝變化明顯(圖1)。

表2.不同濃度巴克素對國蘭 '太平洋' 、 '日向'之影響

品 種 / 處 理
假球莖寬

(公分)
葉 長
(公分)

葉 寬
(公分)

側芽 數

太平洋

巴克素50mg.pot-1 1.65 20 1.95 1.80
巴克素25mg.pot-1 1.9 20.5 2 2.25

對 照 組 2.2 32.4 1.8 1.34
日 向

巴克素50mg.pot-1 2.1 40 2.2 2
巴克素25mg.pot-1 1.9 38 2.2 1.8

對 照 組 2.1 50 2.1 1.4

98年國蘭'日向'分別給予每盆25、50mg.pot-1 之巴克素澆灌，試驗

結果發現假球莖寬度以對照組2.23公分最寬；葉長以對照組36.7公分最

長；葉寬對照組2.25公分最寬(如表3)。葉藝表現以50 mg.pot-1 效果較

佳，但差別不是很明顯，二個處理與對照組比較，葉藝變化方面都無明

顯改變，與96年實驗結果不同，推測國蘭新芽冒出前，施用矮化劑會

使其葉藝表現增加，新芽冒出後，施用矮化劑不會使其葉藝表現增加。

所以巴克素需在未長出新芽之前處理，且在使用過程中易受氣候、使用

時機、濃度所影響，新芽長出後再施用矮化劑，需特別小心，易造成側

芽停止生長，且葉藝再變化機率不大。巴克素處理會有些許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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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別注意，如會造成根的數量增加，根部肥大，新生側芽抽出受到影

響，甚至側芽木質化停止生長。

表3.不同濃度巴克素對國蘭'日向'之影響

處　　　理 假球莖寬(公分)
葉 長
(公分)

葉 寬
(公分)

葉藝表現

巴克素50mg.pot-1 1.83 29.9 2.17 2(芽)

巴克素25mg.pot-1 1.94 31.9 2.19 1(芽)

對 照 組 2.23 36.7 2.2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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