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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心蘭切花產銷現況及產業經營需求台灣文心蘭切花產銷現況及產業經營需求
許榮華

摘要摘要

文心蘭(Oncidium)為原生於熱帶美洲之複莖性著生蘭，自1986年引進台灣試

種，栽培至今已達26年之久，目前已成為台灣第一大的外銷切花，自2008年後台

灣文心蘭栽培面積突破200公頃，至2011年栽培面積達到217.26公頃，為歷年來最

大，其中以台中市地區為台灣的第一大產區，栽培面積達63.54公頃，年出貨量達

1000萬枝以上，屏東地區則居第二大產區，栽培面積為51.73公頃，出貨量達800
萬枝左右；台灣文心蘭切花在國內市場上的銷售數量，近二年來(2010 ~ 2011年)
大約維持在615 ~ 635萬枝左右，每把切花的平均價格大約為62.5元，國內市場的

年產值約為台幣4千萬元；在文心蘭切花外銷數量上，2011年高達2537萬枝切花出

口，外銷產值高達1432萬美元，約台幣4億3千萬元，依資料上的統計，台灣文心

蘭切花的生產有80%是外銷至其他國家，而日本是台灣文心蘭切花主要的外銷市

場，台灣文心蘭切花亦占日本文心蘭切花總輸入量的第一位，2011年台灣文心蘭

切花在日本的市佔率高達92%。在栽培品種上，台灣文心蘭的栽培是以Oncidium 
Gower Ramsey(蘭西)為主要的栽培品種，近年來因Oncidium Honey Angle(檸檬綠)
的興起與流行，在日本市場上的接受程度與價格遠比蘭西為高，台灣的栽培業者

遂逐漸轉向Oncidium Honey Angle品種栽培，因此目前台灣文心蘭切花外銷的二大

主力品種為Oncidium Gower Ramsey與Oncidium Honey Angle。
然而在外銷如此亮眼的切花產業上，卻隱藏著產業發展上的瓶頸與問題存

在，當前台灣文心蘭產業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主要有品種單一、產期集中以及

缺乏完善的栽培體系等；為求突破產業上的問題與困難，衍生出一些產業經營上

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有育成多樣化的品種、開發產期調節的技術與建立完善的

栽培體系與採後處理流程等；在多樣化品種需求上，是希望能藉由多樣化花色品

種的育成來開發不同外銷國家及外銷市場，以不同花形品種的育成來開發市場需

求及流行，以抗病品種的育成來克服高溫障礙下軟腐病的危害，並利用不同開花

季節品種的育成來分散產期，克服產期集中的問題；在開發產期調節技術的措施

上，有利用營養調節、環境上的調節，如：日長、溫度，以及其他的一些調節技

術，如：花梗剪除、除芽處理、植物生長調節劑使用等方式來調節花期；在建立

完善的栽培體系與採後處理流程上，主要目的是為了提高切花生產之品質及提高

切花外銷之到貨品質，栽培體系上可藉由適當的苗期管理、根部管理及花期管理

技術來達到高品質切花生產，而採收後處理流程上藉由改善預措吸水方式來發展

適合長程運輸系統，提高切花的耐插性及到貨品質，以開拓更遠距的外銷市場；

產業經營上的需求最終是為了滿足當前文心蘭產業的願景，以開創多元的外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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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及有效產期調節的方法來克服目前產業上的問題，讓台灣文心蘭站在國際市

場販售的舞台時，也能有著亮眼的價格表現來創造出更高的產值及收益，期待台

灣的文心蘭不僅僅是跳舞的女郎，更在不久的將來能戴上皇冠變成跳舞的女王。

前言前言

文心蘭(Oncidium)為原生於熱帶美洲之複莖性著生蘭，其花梗細長又具有分

枝、而且小花朵數目多，在盛開時宛若一群穿著長裙的女子在風中起舞，因此又

有『跳舞蘭』或『跳舞女郎』之稱；由於花序具有分枝性良好，花形豐富、優美

且花色豔麗多變等特色，所以成為插花上常使用之一種花材，在國內及國外的市

場上皆頗受歡迎；文心蘭自1986年引進台灣試種，栽培至今已達26年之久，因各

方先進的努力，文心蘭目前已成為台灣第一大的外銷切花，20 11年其外銷量已

突破2500萬枝，相信未來在台灣文心蘭切花的生產與銷售數量上亦將繼續有所成

長。

內容內容

一、產銷現況

由於文心蘭在台灣的栽培環境相當的簡單，大多以遮陰網室即可進行栽培生

產，在產業的進入門檻不高，也因為進入門檻不高，因此在文心蘭切花試銷日本

有著良好市場反應與價格收益的亮眼成績後，在台灣文心蘭栽培面積即迅速的竄

升，於1997年(民國86年)栽培面積為90.43公頃，1998年(民國87年)便蓬勃的增加

到149.68公頃，2008年以後文心蘭之栽培面積突破200公頃，2011年的栽培面積更

是達到217.26公頃，為台灣文心蘭栽培歷年來最大的栽培面積。2011年在台灣文

心蘭217.26公頃的栽培面積中，以台中市地區所佔的比例最高，為台灣的第一大

產區，栽培面積達63.54公頃，占台灣文心蘭栽培面積的29%，切花的年出貨量達

1000萬枝以上，占整個文心蘭切花產量的33%，屏東地區則居第二大產區，栽培

面積為51.73公頃，占整個台灣文心蘭栽培面積的24%，在產量方面屏東地區亦占

有台灣文心蘭切花產量的27%，年出貨量達800萬枝以上。

台灣文心蘭切花在國內市場上的銷售數量，近二年來(2010~2011年)大約維持

在615~635萬枝切花的銷售範圍，每把切花的平均價格大約為62.5元，國內市場的

年產值約為台幣4千萬元；而在外銷上，台灣文心蘭切花大部分以外銷日本市場為

主，2007年以後外銷量突破2000萬枝，2010年的外銷量為2319萬枝，2011年更高

達2537萬枝的切花外銷量，在外銷上的產值2010年達1345萬美元，約台幣4億元左

右，2011年切花外銷產值更高達1432萬美元，約台幣4億3千萬元左右；依資料上

的統計顯示，歷年文心蘭切花之內外銷比例有逐漸提高的趨勢，2008年文心蘭切

花內外銷比例為1：3，2011年內外銷比例提高至1：4，也就是台灣文心蘭切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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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有80%是外銷至其他國家，而日本是台灣文心蘭切花主要的外銷市場，台灣

文心蘭切花亦占日本文心蘭切花總輸入量的第一位，自2008年以後，台灣文心蘭

切花在日本市場更突破90%以上的市佔率，2011年市佔率更高達92%。

在栽培品種上，台灣文心蘭的栽培是以Oncidium Gower Ramsey(蘭西)為主要

的栽培品種，而近年來因Oncidium Honey Angle(檸檬綠)這個品種的興起與流行，

在日本市場上的接受程度與價格遠比蘭西為高，2011年在日本花卉市場上的拍

賣價格，Oncidium Gower Ramsey與Oncidium Honey Angle有著大幅的價差存在，

每枝切花在價格較高的1月分時有最大的差價，價差約為台幣37元/枝，而在價格

低靡的10月分與11月分價差較小，大約是台幣12~14元/枝左右，整體而言，每枝

Oncidium Honey Angle的價格約是Oncidium Gower Ramsey的2倍以上，在這樣高

收益品種的情勢下，台灣的栽培業者逐漸轉向Oncidium Honey Angle品種進行栽

培，所以台灣目前文心蘭切花外銷的二大主力品種為Oncidium Gower Ramsey與
Oncidium Honey Angle。

而以台灣文心蘭切花外銷量而言，2011年仍以Oncidium Gower Ramsey的外銷

量居多，全年外銷量為1920萬枝，最大之外銷月分為10月分，而Oncidium Honey 
Angle全年之外銷量為617萬枝，以10~11月為較大量切花外銷月分，此二個品種的

外銷比例分布，在2011年的前半年有較大的差距，Oncidium Honey Angle僅占台灣

文心蘭切花外銷量的10~15%左右，而在後半年Oncidium Honey Angle的切花外銷

量有所提昇，2011年11月分時，Oncidium Honey Angle與Oncidium Gower Ramsey
兩品種的外銷數量相接近，依資料統計顯示，兩品種的全年的外銷比例約為1：
3，即Oncidium Honey Angle的切花外銷約佔25%，Oncidium Gower Ramsey約佔

75%的文心蘭切花外銷量。

二、產業需求

然而在外銷如此成功與亮眼的切花產業上，卻隱藏著產業發展上的瓶頸與

問題存在，在與一些文心蘭業者洽談中，由栽培業者反應出當前台灣文心蘭產業

所遭遇的一些問題與困難，主要有品種單一、產期集中以及缺乏完善的栽培體系

等；為求突破產業上的問題與困難，衍生出一些產業上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有

育成多樣化的品種、開發產期調節的技術與建立完善的栽培體系與採後處理流程

等。

(一) 育成多樣化品種

育成多樣化品種包括育成不同花色、不同花形、具抗病性及不同開花季節的

品種，目的在於克服品種單一的問題，來符合市場需求與栽培問題上的克服。

1. 育成不同花色品種，拓展不同的外銷國及外銷市場：

台灣文心蘭切花外銷以日本市場居多，顏色以黃色系為主要花色，然而在歐

洲國家對黃色系的花卉接受程度不高，因為在這些國家黃色系的花卉所代表之意

義多為分離或哀傷的意涵，因此若要拓展這些國家的外銷市場，需要藉由不同花

色品種的育成，來提高市場對文心蘭切花的接受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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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育成不同花形品種，開發市場需求及流行：

在品種育成上的另一個需求即是育成多樣化花形的品種，目前接續文心蘭

Gower Ramsey之後的流行品種為文心蘭Honey Angle，然而現今市場上，另一種

被認為是具有潛力的新品種已經育成，其特色在於花形特殊，一朵花同時具有三

個唇瓣，相當新奇與特別，生產者的栽培意願相當高，因此在多樣化花形的品種

育成上，未來可考慮多唇瓣花形，如四唇瓣，或是在類似文心蘭近緣品種如蛛蜘

蘭、軛瓣蘭、堇花蘭等花形品種的育成，創造出嶄新的花形品種，使之有機會成

為下一個市場需求或未來的流行趨勢。

3. 育成具抗病性品種，克服軟腐病的危害：

目前文心蘭在栽培上較難克服的病害，就是細菌性軟腐病的防治與治療，

一旦植株遭受軟腐病的病原體感染時，往往只能棄車保帥，將罹病的植株丟棄，

避免傳染其他植株，此病害在夏季高溫多濕時更是嚴重，常造成栽培上的鉅大損

失，因此針對此病害產業上極度需要抗病品種的育成，來克服軟腐病的危害。

4. 育成不同開花季節之品種，克服產期集中的問題：

不同產期品種的育成亦是多樣化品種育成中重要的目標之一，像是每年12
月~3月及7~8月分，台灣文心蘭切花之供應量少，國外的需求量大，所以價格行情

高漲，針對價格高的這些月分季節，育成在此期間開花的品種，可增加切花的供

應量與提高產業的整體收益，並舒解產期過度集中的壓力。

(二) 開發產期調節的技術

文心蘭產業中另一個嚴重問題即是產期過度的集中，依照產量上的統計，文

心蘭切花產期主要是集中在每年的5~6月及9~10月的這些月分，而產量過度集中的

問題則是反應在市場拍賣價格上，在2011年各月分切花內外銷的價格顯示，於產

量集中的5~6月及9~10月，文心蘭切花的價格較低，而價格低靡的現象尤其以國內

的切花市場更是明顯，嚴重時曾造成台灣國內的栽培業者血本無歸，因此產業上

的迫切需求即為產期調節措施的技術開發，目前有些產期調節措施的技術是值得

探討與運用的，包括有營養調節、環境調節、花梗剪除、除芽處理、植物生長調

節劑使用等調節方式，茲分述如下：

1. 營養調節

在營養調節上主要是在幼苗期至假球莖成熟的營養生長期間，如何利用營養

元素的供應或促進植體養分累積的方法，如CO2施肥等方式，以加速植株成熟，

促進植株進入生殖生長的階段來進行開花，甚至開花的同時又能萌發營養芽繼續

下一世代生長，以縮短生育期間，來達到調節產期的效果。

2. 環境調節：

在利用環境調節花期的方式不外乎有二種，分別是利用日長及溫度等方式來

進行；在日長方面，可開發利用電照處理營造長日的環境或遮光處理營造短日的

環境的方式來達到促進或抑制開花的有效調節技術；而在溫度方面則可利用溫度

與生長速率及開花速率間相對應的資料建立，來進一步運用加溫或降溫的方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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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抑制植株生長及開花速率，有效調節花期。

在產業上認為以往遮陰網室的栽培設施在生產高品質切花或是在利用環境控

制方式進行花期調節的工作上，都不是一種理想的配合設施，而應漸漸的朝向搭

設更精密的溫網室，來避免環境的危害，如：風害或雨害，以及更進一步的搭配

排熱的設施來避免夏季暑熱積聚的高溫障礙，且更有利於加溫、降溫或CO2施肥

的一些調節方式進行，甚至是利用水牆風扇系統的玻璃溫室來更精確的控制栽培

環境，以求有效的掌握產期及切花品質。

3. 其他調節：

在其他的調節方法上，有被研究或運用的調節處理方式，包括花梗剪除、除

芽處理以及植物生長調節劑的使用等方式，如何將這些處理方式與品種、季節與

產區間建立相互對應的資料，以及各處理間如何結合使用，使產業在栽培上能加

以運用，來精確調整花期是產業上的一大需求。

(三) 建立完善的栽培體系與採後處理流程

除了品種單一及產期集中之外，文心蘭產業另一個遭遇的問題為缺乏完善的

栽培體系，在這個問題點上產業栽培業者期待能建立更完善的栽培管理體系以及

採後處理流程以提高文心蘭切花生產之品質及外銷之到貨品質。

1. 建立完善的栽培體系

在建立完善的栽培體系上，可由苗期管理、根部管理及花期管理三個部分加

以探討；在苗期管理上，可將文心蘭的營養生長期加以區分為幼芽期、出鞘期及

成熟期等，探討各階段之營養施肥、水分管理、溫度和光線等環境條件設定與植

株生育情形間如何達到一個理想的苗期生長管理模式；而在根部的管理上則是開

發增加植株有效之吸收根比例的處理技術，促進植株對養分、水分的吸收效率，

以旺盛的根部活力來促進地上部的生長發育，另外在根部中氣生根的存在也是相

當的重要，文心蘭屬著生蘭的一種，根部對氧氣的需求相當依賴，除了促進有效

之吸收根比例外，氣生根的維持與誘導亦是重要的管理技術；在花期管理上，文

心蘭花莖抽出至開花達採收的期間約1.5~2個月的時間，在此段花序發育的期間，

如何進行栽培管理來增進開花的品質，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在開花品質上高品質

文心蘭切花講究的是其花序上分叉的數量與側枝長度，而非單單提高花序的總長

度，因此如何促進花序的分叉性及分叉的側枝長度是在栽培管理上可以努力的一

個方向。

2. 建立完善的採後處理流程

在建立完善的採後處理流程上，主要是藉由改善預措吸水系統，來發展適合

長程運輸的模式，以開拓更遠距的外銷市場，首先在切花採收後運送到包裝場的

過程中應避免在高溫的時候運送，如：夏季於上午11點室外溫度達30℃以上的狀

態下運送切花至包裝場是比較不適合的，而在氣溫較低的8~9點較適合，且運送的

交通工具最好有帆布可遮光及擋風擋雨，避免運送過程中切花的損傷。

而在預措吸水的處理過程中，傳統的處理方式是文心蘭切花在田間採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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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紙包捆成束後置於橘色水桶中，送至包裝場進行預措及分級的工作，而這樣

的處理方式易因報紙的油墨引發乙烯氣體的形成，致使切花加速老化；且這樣的

預措方式對保鮮預措液的使用耗費量較大，造成處理成本增加，再加上花莖間較

不通風，易有病原菌滋生，因此在產業需求上如何選擇適當的包裝資材取代報

紙，來消除乙烯產生的危害，及減少保鮮預措液的使用去節省成本，並增加通風

性來消除田間熱與減少病原菌滋生的預措方式，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保鮮劑

的使用關係著切花品質的維持，其作用在供應切花採收後所需的養分及水分，以

及避免病原菌的滋生等，產業上為求能更加延長切花瓶插壽命與貯運時的切花品

質，需要更有效的保鮮藥劑開發，以應付外銷至歐美等長距離國家時，切花品質

仍可維持良好的狀態，並減少貯運過程中花莖的腐爛、微生物滋生阻塞吸水孔道

等，以降低切花的損耗。

文心蘭切花在採收、分級、包裝的過程，會被置放於密閉空間中去進行

1-MCP的燻蒸作業，以降低貯運過程中乙烯對花朵的危害，造成花朵老化、落花

落蕾等現象發生，延緩切花老化的速率；1-MCP是一種乙烯作用抑制劑，可有效

的抑制乙烯所造成的老化作用，延長園產品的櫥架壽命，在文心蘭切花採後處理

上的使用相當普遍及頻繁；在外銷的過程中，包裝後的切花往往會因為吸水性不

佳或是蒸散量旺盛導致水分供應不足，而造成花瓣失水喪失膨壓，發生萎凋現

象，因此研發如何降低切花水分蒸散量及充分供應水分的處理方式，如：蒸散抑

制劑的使用或者是將保鮮管進行加大加長的設計等，以解決問題的發生。

結語結語

依據當前產業上所遭逢的一些問題與困難，衍生出產業的一些需求存在，

而這些需求最終是為了滿足當前文心蘭產業的願景，包括能開發有效進行產期調

節的方法來精確控制花期，以及藉由多樣化品種的育成、完善的栽培體系與採後

處理流程的研發去發展多元的外銷市場，減輕台灣文心蘭切花產量日益龐大的壓

力，並且有能力面對其他崛起國家的競爭，讓台灣文心蘭站在國際市場販售的舞

台時，也能有著亮眼的價格表現，創造出更高的產值及收益，期待台灣的文心蘭

不僅僅是跳舞的女郎，更可以在不久的將來戴上皇冠，變成跳舞的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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