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泰國曼谷花卉產業參訪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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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產栽培外亦有許多花
市、植物市集，每年定期舉辦
花卉節及花展，是全泰國植
物品種的集散地，本文針對
2016年12月參訪的年度泰皇
花卉節、萬壽節花展、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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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花序壯觀的貝母蘭 (B)形形色色的萬代蘭

前言

隆切花市場以及商業栽培蘭
場作介紹。

亞熱帶地區，常年

2016泰皇花卉節(Suan Luang
Rama IX Flowers Festival )

氣溫在19～38℃之間，平均氣溫約28℃；

每年11～12月於曼谷市區九世皇公園

濕度變化為66～82.8%，境內地形多元、植

舉辦之泰皇花卉節，占地廣闊、內容豐富，

物種源豐富、農業興盛，在品種選育與栽培

展售植物種類包括觀葉植物、蘭花、草花、

技術方面有其獨到之處，值得臺灣農業參考

球根花卉及多肉植物等，匯集了各類花卉

借鏡。本次考察時間為2016年11月29日～

最新品種，是泰國一年一度的園藝盛會。曼

12月6日，考察地點為曼谷，位於泰國中部

谷涼季的日夜溫差可促進許多熱帶蘭花花

的昭披那河 (湄南河) 平原，是泰國的農業生

芽分化，例如萬代蘭 (Vanda)、蜻蜓萬代蘭

產重鎮，曼谷全年大致可分為3季，3～5月

(Aranda)、狐狸尾蘭 (Rhyncostylis) 等皆在

為夏季，6～9月是雨季，10月～隔年2月則

此時盛開。另有臺灣較少見的貝母蘭 (Coel-

為涼季，為典型的熱帶季風氣候，適合許多

ogyne rochussenii)、皇后蘭 (Grammato-

熱帶觀賞作物與蘭花生長，週邊郊區及鄰近

phyllum speciosum) 等蘭花品種，本次參

省份遍布許多蘭園、種苗繁殖場及花卉生產

訪期間恰逢貝母蘭花期，園區內處處可見花

專區，且曼谷因為是泰國首都及商業中心，

序垂穗如流蘇、花朵盛多壯觀的貝母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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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蘭花
多用於戶外 庭
園 佈 置，較 少
作為室內植 物
擺 飾，因 此 萬
代蘭等氣生蘭
花幾乎都採裸
A
2

B

根懸 掛 種 植，

泰皇花卉節中多變的觀葉植物
(A)斑葉蕨類品種 (B)特殊裂葉的魚尾蕨

僅以鐵絲或木
3

框 稍作固定。
嘉德麗雅蘭、拖鞋蘭、石斛蘭盆栽則以椰子纖

以大量萬代蘭、石
斛蘭、萬壽菊布置
而成的萬壽節花展

維或石塊為介質，而非臺灣常見的水苔、樹皮

從花展中可了解泰國當地的主流切花品

等介質，整體而言栽培管理方式較粗放、價格

種與特色，泰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秋石斛切花

也相對臺灣便宜許多。

生產及輸出國，但其秋石斛品種卻意外的單

觀葉植物方面，泰國極度喜愛花紋葉

純，市面上最常見到的是紫紅色秋石斛品種

型特殊新異的品種，因此粗勒草、黛粉葉、

Sonia，其次則為白色的White Sabahh、Big

合果芋等觀葉植物斑紋色彩五花八門、變化

White等品種。除紫紅和白色的秋石斛外，泰

多端。就連蕨類、觀音棕竹等亦有捲葉、羽

國人因信仰佛教之故特別喜愛明亮鮮豔的橘

狀裂葉、迷彩班葉等葉藝品種，令人眼花撩

黃色，因此橘黃色

亂、嘆為觀止。這些葉藝品種多是自然變異、

的萬代蘭、蜻蜓萬

並非以人為方式誘變，泰國之所以有這許多

代蘭、萬壽菊、多

品種，一方面故因其國土涵蓋緯度、海拔變

花菊等花卉亦在花

化大、植物種源豐富，另一方面國民對園藝

展中大量使用。花

植物的熱衷，長時間持續引種馴化及育種選

展中還可見到許多

拔，造就市面上多采多姿的品種多樣性。

泰國獨有的花藝設
計，例如帶蓮蓬、

萬壽節花展與派克隆花市
每年12月5日是泰國父親節，又稱萬壽

蓮花，以及用萬壽

節，因逢泰皇生日，每年都於鄰近皇宮與昭

菊或石斛蘭花朵串

毗耶河畔的派克隆花卉市場舉辦花展，沿著

成流蘇般的掛飾。

主要幹道以大量切花及泰皇照片搭建成大型

派克隆花市

裝置藝術，十分壯觀華美。
14

花瓣折成圓弧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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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曼谷最大的切

4

派克隆花市內的國產熱帶蘭切花，
簡單捆把販賣(上)。國外進口的玫
瑰、星辰花等切花包裝完善、插水
保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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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花飾，用於祭祀獻佛。製作花飾的花朵
先切除莖葉、僅保留花冠部分，像手工藝
材料般包裝販售，既無預措預冷等採後處
理、運輸販售時更無法插水，因此製作花飾
的花種必須選擇不易失水、耐乙烯及高溫
A
5

B

泰國獨特的花材
(A)帶蓮蓬、花瓣折成圓弧狀的蓮花
(B)皇冠花副花冠

的花種，市面上所見大致只有秋石斛、萬壽
菊、以及皇冠花 (Calotropis gigantea) 副
花冠等可大量用於製作花飾。
泰國花飾製作過程繁複費工，但售價卻
僅30～50泰銖 (約25～45臺幣) 十分便宜，
一方面故因泰國花材取得容易、人工便宜，
一方面也因花飾是民生日常用品，消耗量大
故採廉價薄利多銷。

商業栽培蘭園

6
6

秋石斛花瓣串編而成的泰國花飾

1. Kultana蘭園
花批發市場，但硬體環境卻十分簡陋，既無

本蘭園位於曼谷北邊，由曼谷市中心

降溫設備也幾乎沒有分級包裝。在花市中

開車前往大約需1小時，其位於曼谷舊機場

可看到大量泰國當地生產的蜻蜓萬代蘭、

(廊曼機場) 旁，Kultana蘭園以自育品種為

腎藥蘭等切花直接捆把販賣，完全沒有插

販售大宗，種類包括萬代蘭、狐狸尾蘭、

水保鮮也不會萎凋，此類單莖蘭花色彩豐

石斛蘭、嘉德麗雅蘭、樹蘭等，又以熱帶單

富、產量高、切花耐受度好，是泰國主要民

莖類蘭花，如萬代、狐狸尾、仙人指甲、蜻

生用花之一。

蜓、鐵釘蘭的屬間雜交品種，以及香花育種

除各項國產熱帶蘭花外，亦在花市中

為主力。

看到大量高品質的百合、香石竹、玫瑰、星

一進到Kultana蘭園，映入眼簾的是各

辰花等亞熱帶及溫帶切花，由當地駐點的
荷蘭貿易商進口，可見泰國對花卉品種需求

7

Kultana蘭園栽培相當多萬代蘭，色彩繽紛

8

萬代鐵釘蘭亦為Kultana蘭園育種重點

的多樣性，即使國產花卉品種已十分多元，
仍然大量進口國內較少見的切花，足見其花
卉市場承載量大、對外來品種接受度高。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花卉商品除盆花和
切花外，另有一種以大量花朵花瓣串編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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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各樣生長多年

Vandachostylis Lou Sneary等都是他們

的大型萬代蘭植

的重要親本。此外，Kultana也在香花育種

株，色彩繽紛鮮

上著力尤甚，例如大量使用萬代原生種V.

豔、花朵碩大，

tessellata，其花朵極其甜香，亦反映在其

在開放式的露天

後代，是香花育種不可或缺的材料。

遮光網栽培下，

2. 巴吞他尼府私人蘭園

植株生長相當健

本園位於曼谷北方的巴吞他尼府，栽培

壯，園區大量的

有萬代蘭、嘉德麗雅蘭、文心蘭等。溫室採

萬代蘭類以吊

開放式設計，均不使用塑膠布及防蟲網，僅

掛、無介質的方

有上方單層或雙層遮光網覆蓋，特別之處在

式栽植，地面鋪

於每片遮光網之間並不完全接合，而是以一

以碎石，地面潮濕、常有薄層積水，以增加

上一下，錯綜排列成高低落差，形成天然的

空氣濕度。再往園區深處走去，景色突然豁

通風口，故溫室內即使時常積水，甚至有許

然開朗，竟是一片浮空建築於魚塭上的蘭花

多小水窪，人在溫室內亦不感覺濕悶，此種

園！吊掛於上的亦為無介質栽培的萬代蘭，

溫室設計，在颱風相對於臺灣少的泰國，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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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代香花V. tessellata 的後
代，香味濃郁，花色為特
殊銀灰網格狀

地面鏤空的魚塭增加空氣濕度之餘，亦不會
滋長藻類、蚊蟲，可說是物盡其用，令人印

當常見。
本園是相當典型的泰國粗放管理蘭園，
數千坪的園區卻只有2～3位管理人員，泰國

象深刻。
本次參訪的園區目的為育種，尤其是
藉此觀察泰國熱帶蘭花的育種方向，該園
以各類屬間雜交蘭花為主力，再加以改良
選育新品種，如萬代、狐狸尾、仙人指甲

的人工又便宜，故縱使園區環境清潔低劣、
時有植株曬傷、萎凋死亡，園主或管理人員
亦不以為意，每逢花市營業或佳節，再將狀
態尚佳植株蒐集運送到市區販售，經營數十

三屬雜交品種Perreiraara Bangkok Sun-

載如一日。

set曼谷日落，以及日本風蘭雜交狐狸尾蘭

結語

10

浮空搭建於魚塭上之萬代蘭園，雖然完全是開放空
間，但仍能維持一定濕度

11

泰國常見上下交疊的遮光網設計，使園區較為通風

泰國園藝產業發達、花卉作物與其生活
文化密不可分、市場需求量高，是新南向
可考慮的花卉外銷目標市場，唯市場喜
好、消費形式都與歐美及日本略有不同，
未來在品種選育及生產方式上都應針對
其國情考量、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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