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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
▌許謙信

壹、前言

( 一 ) 菊花栽培概況

菊花為臺灣栽培面積第一大之花卉作物，民國 99年的栽培面

積有 827公頃，民國 100年之拍賣量有 1億 1千 3百餘萬支。主要

集中於彰化田尾、永靖一帶，栽培面積有 711公頃，佔有 86%，其

餘則分散種植於高雄市、嘉義縣市及雲林縣。菊花在臺灣週年皆可

種植，一般誤以為主要集中於秋冬季，但是以民國 99年之拍賣量，

冬季約佔 49.9 %。主要集中於農曆過年及清明節之月份，二個季節

消費量達 2千 5百餘萬支。臺灣中南部之秋冬季多陽光而溫度不致

太冷，適合菊花之生長，生產之品質甚佳，而能夠外銷其他國家及

地區。

 ( 二 ) 外銷現況

臺灣菊花外銷市場主要為日本，民國 100年的外銷金額約有

207萬美元，約佔全數外銷金額之 96.6%。其次之市場為香港及新

加坡，澳大利亞及關島則為新興的外銷地區，其他則有零星之貨源

銷往澳門、北馬里亞納群島及馬來西亞。菊花之外銷曾於民國 80年

達到約 653萬美元，為最高峰，後來因馬來西亞的競爭，外銷量漸

漸下滑至民國 96年為最低點，僅有 66萬美元，後又漸爬昇至民國

100年之 214萬美元。臺灣外銷日本的主要季節為 12月份至 3月份，

民國 100年因為外銷品種的多樣化及積極推展新興外銷地區，非傳

統季節之 4月份至 11月份亦開發出 26萬美元的外銷成績，約佔全

年度之 12.2%，實屬不易。



128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特刊  第 112 號

貳、菊花外銷品種及栽培管理要點

( 一 ) 外銷品種特性

外銷菊花之黃色大菊品種主要為‘黃秀芳’，亦是臺灣冬季栽

培之主要品種，因為其在台灣之冬季栽培容易，頗耐儲運，一直以

來為臺灣外銷日本之主力品種。白色大菊有‘白東洋’及近年來日

本新興之主要品種‘神馬’。 ‘白東洋’因經儲運之結果，有不耐

燻蒸及黃葉等缺點，外銷商僅少量外銷。‘神馬’品種因冬季低溫

季節種植，常有開花不整齊現象，僅有少數農民願意栽種。外銷之

大菊仍以黃色之‘黃秀芳’為大宗。外銷之多花菊品種因品種選擇

多，更替頻繁，而無主要之栽培品種。

　(二 )栽培管理要點

1.摘心法栽培：露天栽培者大多採摘心栽培法，摘心後多留 3支分

支，太多的分支會導致枝條過細。摘心栽培法時分支的位置會比

較纖細而木質化，通常吸水不良。外銷契作之栽培者，通常會電

照處理使枝條長一點，以剪切花時能在較上方吸水性佳之位置剪

下切花。

2.不摘心之單幹栽培法：溫室栽培多花菊則大多採不摘心之單幹栽

培，可以縮短栽培時間，提高溫室的使用效率。溫室栽培者因為

光線較弱的關係，枝條較為柔軟而吸水性佳。但是同時因為光線

較弱，枝條也較細，花朵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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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菊花主要外銷國檢疫規定與用藥容許           

( 一 ) 菊花外銷國檢疫規定

動植物防疫檢疫是國際間通行的重要措施，目的在避免或減

少因農產品貿易流通而導致外來動植物疫病蟲害之入侵、立足或蔓

延。但是為了避免檢疫措施妨害貿易流動，以達到植物防疫檢疫措

施的國際性調和，俾促進貿易及避免採用無理措施作為貿易障礙。

為了防止檢疫有害生物傳入其領域，各國可以行使主權採取

植物檢疫措施，來管制植物與植物產品及其他可能藏匿植物有害生

物的材料之入境。植物檢疫措施應與涉及的有害生物風險一致，並

應是限制性最小的措施，以使其對人民、商品及運輸的國際移動之

妨礙減至最低。各國應合作防止檢疫有害生物的散佈與傳入，並推

展供官方防治用之措施。各國在面對一種新的意外的植物檢疫狀況

時，得根據初步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這些緊急

措施之採行是臨時性的，其有效性取決於儘快作出詳細的有害生物

風險分析。(節錄自許昭元 李婉如 2002國際貿易有關的植物檢疫原

則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

銷往日本之菊花如一般之切花，沒有特殊的規定，必須不帶土

壤及檢附出口國之檢疫證明。但是進入日本海關進行檢疫時，如果

發現活的蟲體，則必須接受燻蒸處理。因為燻蒸之溫度及藥劑的關

係，經過燻蒸的切花品質會大幅度的降低，嚴重影響商品售價。臺

灣方面之出口商必須負擔燻蒸的費用，亦會造成損失。

肆、外銷菊花採後處理流程

1.分級及成把：農友於田間採收後，運回家中，進行分級及成把作業分級

時，淘汰長度不夠、過粗及過細、病蟲害感染及花朵葉片折損等缺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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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花枝後，定長 85公分。

以每 10支為 1把，綁成

1束 (圖 1)。內銷之規格

為每把 12支，與外銷不

同。

2.運送至集貨場：成把後之

菊花，集中以小貨車送至

集貨包裝處理場以進行下

列作業 (圖 2)。

3.浸藥：外銷之菊花，多會

進行浸藥作業，以殺死蟲

害及控制病害 (圖 3)。

4.瀝乾：浸藥後平放瀝乾 (圖

4)。

5.套袋吸水保鮮：經浸藥瀝

乾後之菊花每把套上透明

塑膠袋，置於水槽或車上

進行吸水保鮮作業至少 4

小時 (圖 5、6)。

6.預冷：吸水保鮮的同時亦

會置放於冷藏庫中進行預

冷，以迅速降低菊花之田

間熱 (圖 7)。

7.保鮮作業空間之彈性運

用：由於作業空間不敷使

用，送至集貨包裝場之切

花、浸藥後之切花，及保

圖 1. 在農民家中進行分級成把

圖 3. 吸水保鮮前先進行浸藥作業

圖 2. 成把後送至集貨包裝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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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中之切花可能放在同一

處冷藏，以維持菊花切花

品質 (圖 8)。

8.裝箱及打包：經預冷之菊

花送出冷藏庫裝箱。每

箱 100 支 (10 把 )，分為

兩層，每層 5把。每層之

上方蓋上白報紙，以保護

花朵 (圖 9)，封箱前蓋上

厚紙板，保護切花及固

定 ( 圖 10)。封箱後 ( 圖

12)每 2箱打包成 1個單

位，以利運搬及裝櫃 (圖

13)。

9.紙箱堆積：打包好之紙箱

堆積在棧板上，紙箱堆積

時預留冷氣流通之空間，

以利冷藏 (圖 15)。

10.室冷集貨：裝箱打包好

之切花接著送入冷藏庫冷

藏 (圖 16)，同時集貨以

累積足夠的數量外銷裝櫃

或空運 (圖 17)。

11.裝櫃：集貨達到一定數

量後，連絡運輸公司，將

裝箱之切花送出冷藏庫

圖 4. 瀝乾藥水

圖 6. 吸水保鮮至少 4小時

圖 5. 進行吸水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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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預冷冷藏室

圖 9. 裝箱時蓋上白報紙保護花朵

圖 11. 多花菊混合色一起包裝

圖 8. 來不及作業之菊花先行預冷

圖 10. 封箱前蓋上厚紙板

圖 12. 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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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打包

圖 15. 紙箱堆積時留冷氣流動通道

圖 17. 室冷冷藏集貨

圖 14. 每箱 100 支多花菊混合色

圖 16. 送進冷藏庫

圖 18. 運出冷藏庫



134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特刊  第 112 號

圖 19. 空運之運輸作業

圖 21. 白色大菊外銷出貨之熟度

圖 23. 白色多花菊外銷出貨之熟度

圖 20. 海運之裝櫃作業

圖 22. 黃色大菊外銷出貨之熟度

圖 24. 粉色多花菊外銷出貨之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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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以貨車進行少量空運 (圖 19)或整櫃海運冷藏櫃運輸 (圖 20)。

伍、菊花外銷標準

( 一 ) 菊花規格與品質

外銷菊花之長度一致為 85公分，為市場上 2L之長度。對於品

質之要求，以內在的瓶插壽命為重要指標，經過預冷保鮮吸水處理

者，能有較佳之品質，一般外銷之菊花均要求必須經過這流程。標

準大菊的採收以蕾期採收，約 3分開為佳 (圖 21、22)。多花菊亦為

蕾期採收，於花瓣顏色顯現，花瓣直立，尚未張開平倒下來為佳 (圖

23、24)。

( 二 ) 包裝要求與所採行之方法

輸日之菊花一般以 100支為 1箱，分為兩層，頭尾交錯。花朵

用透明塑膠袖套保護，或用白報紙保護，最後以厚紙板固定。多花

型菊依日方進口商之要求，或採混合色包裝，每箱 3~5個顏色，每

色 2~4把。

陸、菊花外銷遭遇瓶頸與未來展望 

( 一 ) 現有運作模式下存在問題

菊花自民國 60年代外銷輸日以來，每年均有不少的數量銷往

日本，主要集中於每年 11月至 3月，期間因為臺灣之冬季氣候溫和，

適合菊花生長，可以與日本溫室生產之高價菊花相互競爭，並且填

補日本自地生產供應之不足。

自民國 80年代以來，近赤道區的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投入

菊花之生產，並以日本市場為目標，因為其為利用鄰近赤道的高冷

地地理氣候，適合菊花之週年生產，對台灣銷日之菊花，產生了極



136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特刊  第 112 號

大的競爭。

於是臺灣輸日之菊花節節敗退，近年來因為政府﹑生產者及外

銷商的努力，而有漸漸爬昇的復甦。除了外在因素外，台灣亦有一

些內在的問題亟待克服。

1.包裝場及冷藏設備週年運用的困難：臺灣輸日之菊花集中在冬季，

為了保鮮品質，預冷及冷藏是不可或缺的步驟，然而由於季節集

中，夏季之設備閒置無用造成浪費及投資效益發揮不足。

2.露天栽培蟲害不易防治造成在日本海關遭受燻蒸的問題：目前臺

灣於彰化北斗鎮及嘉義竹崎鄉設有二處低壓外銷檢疫燻蒸場。另

外一個為浸藥處理，但是處理的成本提升，作業流程變長，多少

會影響切花壽命。

( 二 ) 未來展望

民國 100年，由於外銷商的多方嘗試，打開了菊花夏季輸日之

契機，同時開發了澳大利亞這個新的外銷區域，自此打開了臺灣夏

季外銷菊花的先機。冬季為菊花出口之大宗季節，作為溫帶地區國

家的季節性供輸需求。然而臺灣之菊花可以周年栽培，若能開發夏

季出口則有很大助益。民國 100年的佳績，給了周年出口菊花很大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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