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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洋桔梗生育及切花品質

蔡宛育、陳彥樺、許謙信、易美秀、魏芳明

一、前言

　　洋桔梗為龍膽科草本花卉，學名為Eustoma grandiflorum (Raf.)Shinn.，英文名

是Eustoma、Lisianthus或Texas Bluebell。中文別名又稱為土耳其桔梗、德州藍

鈴及麗缽花。原生於美國中南部內布拉斯加至德州，多為富含石灰岩的草原地

帶。日本1935年自美國引進後陸續研發許多新品種，而台灣在1968年由日本引

進洋桔梗，並在1976年於埔里試種成功。洋桔梗花型及花色豐富多變，品種多

樣，加上栽培技術日益純熟，面積與產量均急速增加，主要產地在彰化田尾、永

靖、北斗、嘉義新港、東石以及台南佳里、麻豆等地。洋桔梗是近年來國內發展

迅速的新興花卉之一，主要外銷日本，切花吸水性佳，瓶插壽命長，國內需求性

也急速增加。

二、	植株性狀

    洋桔梗莖直立，對生葉片卵形至長橢圓形，灰綠色，全緣，葉基互抱於莖節

上，葉長約6-7公分。株高通常為50-80公分，苗期如遇10℃以下低溫或平均日

溫高於25℃易呈現節間短縮，葉片密集叢生狀時為簇生化(rosette)現象。花朵

直徑約5-7公分，長花梗，圓錐花序。花型單瓣或重瓣，瓣緣頂端略微波浪狀向

外反捲，雌蕊子房上位，柱頭2片開裂，雄蕊著生於花冠喉部5-6枚，花藥呈黃

色，萼片有5枚。屬異交作物，花色豐富多變，主要有白、黃、桃、紫以及白底粉

邊、白底紫邊等複色系統(圖1)。

圖1. 美麗的洋桔梗花朵 圖2. 洋桔梗簇生化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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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洋桔梗穴盤苗2對本葉 圖4. 涼溫冷房育苗實景

三、育苗

　　洋桔梗品種主要來源為日本商業品種，因氣候條件等原因，台灣花農多

自國外進口涼溫育苗已具2-3對本葉之種苗，可直接定植於田間，省去育苗時

間且可避免定植後簇生化之現象。大多數種苗來源主要是向種苗商購買自丹

麥進口之保麗龍穴盤苗，每盤360格，每格有1-3株穴苗而農民再自行分株種

植。近年來已有國內業者在涼溫冷氣房溫室或高冷地自行育苗(圖3、圖4)。

　　育苗技術是關乎定植後植株生長狀況的關鍵。小苗生長緩慢，育苗期

長。穴格的大小會影響洋桔梗種子發芽後根系的發展，選用較深較大且底

部鏤空的穴格對於根系發展較佳。目前國內外育苗多用288格或406格穴

盤育苗，可節省溫室使用空間達到最佳利用效率。洋桔梗種子十分細小，約

19,000顆/g，因此種子外面包覆粉衣以利播種。發芽時需要光線，播種後約

10-14天內就可長出胚根，而發芽期間適當溫度約為20-21℃直至子葉展開。

發芽期間種子對於高於24℃溫度很敏感，容易造成日後小苗簇生化現象。發

芽期間平均日溫約於19℃，而苗期的平均日溫則不宜超過25℃。介質pH值約

6.8-7，EC值約0.5-1，並保持介質水分充足。發芽初期介質濕度可接近100%

因發芽根軸需大量水分。但須注意過濕容易有病害發生。在小苗初期可施輕

量液態氮肥含鈣肥促進莖部及根部生長更健壯。



21

 圖5. 田間定植實景

四、田間定植

　　種子播種涼溫育苗約8-10週後，具有2-3對本葉且根系完整時即可進行移

植。若小苗於穴盤內生長過久就易有盤根現象，此階段的小苗定植後易發生簇

生化延遲開花的問題。因此穴盤苗移植時間對後續洋桔梗植株生長是否良好

很重要。定植時勿傷及根部或使用過於老化的穴盤苗避免栽種後生長延遲。

種植時盡量使苗株高於土面避免感病(圖5)。定植初期的田間管理也很重要，

須隨時保持土壤適當水分避免植株缺

水。如有強光高溫情形需小心注意，可

使用內外遮光網遮陰避免強光。在高溫

時可用噴霧來降低設施內溫度，直到植

株新生葉呈狹長形，沒有圓厚形葉且平

展叢生等簇生化現象即可停止噴霧。

五、栽培技術

　　栽培洋桔梗是高門檻且高挑戰性的事，因洋桔梗品種眾多，各品種間生育

條件略有差異使得栽培技術更顯重要。經過多年栽培試驗等經驗累積，花農

們已能掌握洋桔梗栽培技術主要方法及重點，培育出品質優良且花形花色美

麗的洋桔梗。以下針對洋桔梗主要生育條件重點介紹。

	 	(一)日長

　　洋桔梗是相對性長日照植物，在約14-16小時長日且高溫下可促進植株提

早由營養生長轉向生殖生長，使莖長較短影響切花品質。因此在春季定植秋天

切花的夏作型洋桔梗在春夏栽培期間遭遇長日高溫，花農會使用遮光網遮陰以

降低強光及高溫，使洋桔梗節間能伸長而達到適合株高(圖6)；或配合摘蕾的



22

洋桔梗
栽培技術

Cultural practices of Eustoma. 

動作促進側花梗生長，增加花莖長度，提

高切花株高以達規格。在冬季短日下如

以300-450Lux光照處理具有6對本葉之

苗株，中斷其暗期(晚上10點-凌晨2點左

右)可促使植株提早開花並且避免因低光

低溫造成的消蕾。原則上夏季長日時使

用中晚生品種，冬季短日時用早生品種。

圖6. 洋桔梗田間苗期遮陰

圖7. 定植初期田間淹灌

	 	(三)水分

　　在種植初期須常灌溉使土壤保持濕潤，讓根系能順利生長以避免簇生化

並增快生長速率。穴盤苗移植至田間栽培初期使用噴灌及淹灌，移植後2-3週

改用滴灌或淹灌(圖7)。栽培後期花蕾出

現時就必須限水管理，避免花朵生長含

水量過高、花莖過軟而不利儲運。且花朵

發育過重、花頸過長而有彎頭或垂頸的

現象，對切花品質有嚴重的不良影響。 

	 	(二)溫度

　　溫度會影響洋桔梗發育的速率及花芽分化所需日數。洋桔梗苗株在6-8對

葉時花芽分化。學者研究認為在涼溫育苗後在較高溫度下可以加速植株生長促

進開花，26-30/18℃較20-24/13℃早開花，須注意夜溫不宜過高。在較低溫度下

栽培則會延長開花所需時間並增加節數。洋桔梗的光合作用速率在18-26℃間

最高，而隨著溫度上升暗呼吸速率也隨之上升。適當栽培溫度以夜溫15℃-18℃

日溫21-25℃左右可培育良好切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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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洋桔梗田間畦面覆蓋

	 	(四)介質

　　土壤方面須排水良好，保水力佳。洋桔梗原生地土壤為富含石灰質及鈣

的鹼性土壤，因此洋桔梗為偏好鹼性土壤的作物，適宜生長的pH值約6.5-7之

間。在pH值4-5介質中生長葉片尖端及葉緣容易出現黃化，花瓣退色，根系發

育不良，重量降低等。且植株易吸收過多重金屬造成生育障礙。土壤EC值則介

於0.5-1之間為佳。(五     

	 	(五)畦面覆蓋及植物生長調節劑之應用

　　洋桔梗田間栽培管理可應用畦面覆

蓋技術，將畦面鋪蓋不織布或雜草抑制

蓆，種植於打好的小洞裡。每穴種1株。

畦面覆蓋可減少雜草清除的人力及物

力，且植株生育狀況較佳，依品種差異

性，部分品種因畦面覆蓋而提高產量。

　　另一方面，使用畦面覆蓋栽培洋桔梗可減少葉尖黃化枯萎的現象。建議可

使用畦面覆蓋技術提高生育品質，並減少田間管理成本，並可降低單位生產成

本使栽培利潤提高(圖8)。

　　洋桔梗可用植物生長調節劑GA及BA加強植株生育表現。苗期以GA處理可

增加株高，加速生長；在一次花採收後噴施GA於二次花植株上可打破簇生化，促

進植株生長，提早長高，且使個體間較為整齊一致。另噴施BA則可增加側芽數及

花苞數。然噴施GA或BA濃度過高則可能造成植株莖較細，葉片較小且葉色淡，

並且無法加速提前開花。建議可配合肥培管理加強植株生育營養所需成分，以

達較佳生育品質(圖9、圖10)。



24

洋桔梗
栽培技術

Cultural practices of Eustoma. 

圖9. 洋桔梗苗株噴施GA及未噴施差異 圖10. 洋桔梗噴施BA增加側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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