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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元聰

作物
花卉

花卉作物種類繁多，產業規模

較大的種類在切花類作物有洋桔

梗、火鶴花，以及少量的雞冠花、

菊花，蘭花類作物有蝴蝶蘭、文心

蘭、萬代蘭，盆花類作物以觀葉植物

為主。花卉作物的特點是以觀賞為栽

培之主要目的，對於有損品質的氣候因

子造成的損害更加敏感，因此大部分的花

卉多栽培在具保護功能的設施中，轄區內主要

花卉作物以栽培的設施可分為以下幾種：1. 加強
型或簡易型塑膠布溫室：以鋼骨或錏管為結構，外披農

用塑膠布，四周為防蟲網，多具捲揚式塑膠布。可再分為

以植床栽培者，地面為水泥鋪面，具有通風、遮蔭，以及

加溫機等設備，以蝴蝶蘭盆花栽培為主。另外一種為地植

栽培者，以洋桔梗為主。2. 水平棚架網室：以錏管為結
構，固定型水平遮蔭網覆蓋頂部及四周，火鶴花、文心

蘭、萬代蘭切花及觀葉植物盆花栽培均採用此種設施。

另有菊花、雞冠花切花以露天栽培為主。不同種類的設施

或栽培方式對於天然災害之防減災策略也不同，依條件採

用合適的處理方法可減少天然災害之影響。

花卉作物天然災害種類
花卉作物的特色是注重產品的完美，對外界不良環境因子敏感，容易失去

商品價值，這些影響品質的天然災害主要有以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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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害 (颱風)
風害主要為颱風引起強風所造成，對花卉

作物的危害包括設施或遮陰破損，盆花傾倒變

形，花朵及葉片摩擦產生的擦傷，以及強風吹

斷支撐黑網的鋼索在設施內甩動，造成作物花

葉破裂的機械傷害等。由於風害造成的損害為

全面性且對設施的破壞嚴重，對於風害的防範

更顯重要。

颱風對花卉設施損害嚴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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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葉植物網室因風害損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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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葉盆栽因風害傾倒，遮蔭網破損

陽光直射造成失水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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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鶴花苞片因風害造成的磨損擦傷4

因強風造成遮蔭網鋼索斷裂

甩動，火鶴花苞片受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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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害 (豪雨)
強烈的豪雨對於露天栽培的花卉作物，以

及栽培文心蘭、火鶴花、觀葉植物之無防雨功

能的遮光網，均會對植株及花朵產生破壞，包

括撞擊產生的水傷。此外，豪雨加上排水不良

造成的淹水也會造成植株的損傷，包括葉片及

根部受損造成生長停滯，甚至植株死亡。

三、低溫

不同種類的花卉對低溫程度有不同的忍受

性，其中高敏感作物以熱帶觀葉植物、火鶴花

及萬代蘭等為主，冬季氣溫低於25℃時，上述
花卉的生長開始減緩，寒流來臨時其溫度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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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栽培的雞冠花因豪雨受損6

豪雨造成洋桔梗溫室淹水7

觀葉植物粗肋草因寒害導致葉片凍傷黃化8

火鶴花因低溫造成花序上小花朵褐化之寒害現象9

萬代蘭因低溫造成葉片壞疽之寒害現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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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就會發生寒害，常見的現象是葉片變黃，
葉面或花朵凍傷成水浸狀，嚴重者落葉死亡，

寒害的另外一個特徵是具有延遲性，通常在寒

流來襲後2∼4星期才會產生上述寒害症狀。

四、乾旱

花卉作物長期缺水會發生的現象，包含葉

片失水軟垂、花朵變小開張不良、開花數量減

少等，一旦發生乾旱，對花卉品質有重大影

響，嚴重時失去商品價值，須丟棄或重新培

養，增加栽培成本。

花卉作物防災策略及
生產調適

花卉作物的栽培雖然有設施保護，但保護

的程度不同，仍需依照天然災害的種類進行適

當的生產調適來防止或減少受損，相關災害預

防措施分述如下：

一、風害災前之預防

1. 簡易防雨塑膠布設施不具耐風力，應暫時將
塑膠布拆下捆綁，以免錏管結構變形造成更

大的損失。或是以鋼索加強主結構固定於地

面的地錨，或全棟簡易溫室以黑網包覆，以

壓膜繩帶固定防風。

2. 加強型溫網室側捲揚之設施應降下，兩側應
用S形壓條線固定以防強風灌入扯破整棟設
施，側捲揚最好具手動功能以防因斷電，颱

風後不能開啟造成作物熱障害，且應注意電

力設備之漏電問題。

為避免風害，應加強設施結構之抗風力，

圖中架構的斜撐增加到3根
11

颱風來襲前以遮光網圍繞設施四周以減輕強風

灌入溫室，並加鋼索固定於地錨增加抗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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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設置於溫室內的地錨，

以鋼索強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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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壓膜帶可避免強風造成塑膠布浮起14

簡易溫室以遮光網整棟包覆並捆綁牢固可避

免強風損壞

15

具外遮蔭網及側捲揚的溫室平時遮蔭網關

上，側捲揚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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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來臨前將外遮蔭網收起，側捲揚放下，

以避免遮蔭網損毀及強風灌入溫室

17

強風來襲前雖將側捲揚放下，但因側風灌入

造成捲揚撕裂損毀

18

為避免側風灌入捲揚塑膠布內側，捲揚放下

後以S形彈簧線將塑膠布固定在壓條框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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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型之內外遮陰網或塑膠布應收起以防止
被破壞。

4. 網室若為雙層網，外網固定式內網活動
式，颱風來前應將內網收起以減少受

風，外網則應注意固定之鐵絲是否生

鏽，再多綁幾條鐵絲加強與錏管之固

定。在建造之初就應選用較堅固的百吉

網而不要用針織網，且應訂製有高密度

車邊的材料，加強固定在錏管時的穩固

性及防止颱風撕裂。

5. 露天田區植株應立支柱，切花類多加一
層防倒花網以強固植株，或於颱風來襲

前剪去部分莖葉減少受風面。

二、雨害災前之預防

1. 種植地點有淹水之虞者周邊應有排水
溝，設施在建造之初四周應設防水隔

板，並備妥抽水設備以便迅速排水，盆

花可用栽培床架離地栽培。

2. 灌溉或其它設備之電源應先關閉以防漏
電問題。

3. 露天切花栽培可於植株上方加一層綠紗
網以減少雨水沖擊。 

低窪地在溫室建造時就應

設防水隔板，以免屋頂洩

水倒灌進入溫室

20

萬一淹水應即刻排水，無

電源處以引擎抽水機排水

21

有電力可用則使用沈水馬

達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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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寒害災前之預防

1. 露天於迎風面設置臨時擋風牆，以塑膠布架
高2公尺為例，防風效果約達16∼20公尺，
田區長度若超過20公尺應再架設一道防風
牆。網室或設施栽培於迎風面外披塑膠布或

雜草抑制蓆擋風以減少風寒效應。

2. 露天栽培畦面臨時覆蓋稻草，或以不織布覆
蓋於作物上有防寒效果。

3. 設施內以抽風機運轉避免幅射冷卻效應，或
用加溫機或炭火加溫，田區有地下水井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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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於北側設立防風網可減少風寒效應25

網室於北側準備雜草抑制蓆，寒流來時放下

擋風減少寒害發生

26

萬代蘭栽培網室內設有活動塑膠布之內溫

室，寒流來時進行覆蓋保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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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後清洗植株上之淤泥，以免影響生育23

露天栽培者以紗網覆蓋於植株上方以減少

雨水沖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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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晨時抽水噴灑以提高溫度，不要在傍晚

噴水以免幅射冷卻後的低水溫造成更嚴重的

寒害。

4. 以暖氣機或加溫機於密封設施內加溫處理，
注意燃油啟動之機械廢氣須排出設施外，以

免乙烯傷害。

5. 在寒流將來之前幾天，噴灑鈣鎂成份較高的
稀釋肥料，以增加植株耐寒力。

四、乾旱及其節水措施

1. 花卉作物多採用設施栽培，栽培者多備有水
源，包括地下水井、水塔、水池，花卉栽培

者為了避免乾旱發生，應以預防的觀念進行

栽培管理。

2. 在水源有限的情形下，如何有效率的使用是
避免乾旱發生的關鍵，不論是何種型態的栽

培法，以滴灌或微噴灌等方式，可達到精準

用水並使栽培順利，唯增加設備成本及使用

者必須有良好的設備使用及維護知識。

備有自有水源以防乾旱發生，圖為水塔兼具

雨水收集貯存之功能

28

以滴灌給水除了節省用水之外，系統也能精

準供給肥料

29

火鶴花採用微噴灌系統較傳統噴灌節省用水30

盆花滴灌採用軟管可依位置調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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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作物減災策略及
生產調適

花卉作物一旦受災如何

將損失減到最小程度是災害

發生後的重要課題，依受災

種類、栽培環境和作物的不

同，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同，

相關生產調適介紹如下：

一、風害之補救措施

1. 遮光網若有破損視損壞程
度先自行修補，以防造成

植株曬傷。

2. 葉片破損者應直接摘除
並攜出園區避免成為病

害感染源。

3. 將受損枝葉剪除促使重新生
長，並噴灑殺菌劑進行病害預防工作。

4. 倒伏盆栽應儘速扶正以免變形，以清水沖去
葉上泥土。田間植株應視狀況扶正並修剪。

二、雨害之補救措施

1. 暴雨造成花朵水傷現象，外表可能看不出來
但對瓶插壽命有嚴重影響，須注意篩選。

2. 若有淹水狀況應立即將水排除，排除後因淹
水線以下之葉片會覆蓋一層土粉，應以噴藥

管或噴灌設備以清水洗去，有萎凋現象之植

株應剪去部分莖葉使其重新生長。

3. 暴雨植株受損會使病蟲害嚴重，若評估還能
生長應以藥劑進行防治。

三、寒害之補救措施

1. 將受損葉片剪除促使重新生長。
2. 生長點或芽點受損植株應將受害部位剪去以
免壞疽感染病菌。

四、乾旱之補救措施

1. 剪去部分莖葉以減少蒸散作用，待水源充足
後再重新培養，配合減少直射陽光可減少乾

旱的傷害程度。

2. 以臨時性的供水設備進行重點式補水。

剪去發生寒

害的葉片促

使重新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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